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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金额
24908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19059期中奖号码
1 2 5 16 20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425044元，中奖
总金额为262538元。

中奖注数
6 注

431 注
5939 注

245 注
175 注

20 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806614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8949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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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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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9026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6689534 元
201135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0 注
105 注

1359 注
72605 注

1386153 注
10855102 注

0 注
4 注

41 注
2984 注

62202 注
549710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9059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495464元。

中奖注数
254 注

0 注
457 注

中奖号码：1 4 0
“排列3”第19059期中奖号码

1 0 4
“排列5”第19059期中奖号码

1 0 4 1 7

3月6日，河南体彩中心
开封分中心迎来了兑奖的一
家三口。在办理兑奖手续的
时候记者了解到，原来这一
家三口是来开封休假游玩
的，中大奖的事情真是意外
之喜！

据了解，购彩当天，他们
一家三口在风景区玩了一
天，感觉有点累的时候，看到
一家体育彩票销售网点，于
是就进去坐坐歇歇脚。网点
的销售人员特别热情，免费
送了他们两瓶矿泉水。因为
这位男士在家乡也经常买体
育彩票，就有了买几注彩票
的冲动，于是机选了1注排

列五和2注大乐透。
第二天一早，男士用手

机查看了开奖信息，发现机
选的排列五中了一等奖10
万元，当时感觉特别惊讶，一
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封
真是我家的福地，机选也能
中奖，中奖奖金准备当成我
们家庭的旅游资金，明年我
们还要来开封度假。”

中奖男士表示，以后还
会继续购买体育彩票，中不
中奖无所谓，心态要平和，中
奖了更高兴，不中奖也是为
公益事业做贡献，每天买两
注，丰富一下业余生活，也为
体育事业贡献一份爱心。

福彩双色球持续送惊喜

洛阳、济源彩民斩获5注二等奖

十分好运，洛阳彩民收获
3注二等奖

3月5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2019025期开出头奖5注，
单注奖金为947万多元；二等
奖开出74注，单注金额37万
多元，惠及不少彩民。

数据显示，当期这74注
二等奖，其中河南中出10注，
排名第一；广东（不含深圳）中
出8注，排名第二；山东中出7
注，排名第三；江苏中出6注，
排名第四；河北中出5注，排
名第五。

虽然当期河南彩民没有
收获头奖，但10注二等奖让
河南彩民摘下“第一”的名
次。其中，洛阳彩民收获 3
注，奖金合计115万元，分别
出自洛阳市新安县新城区紫
霞街菜市场北口 41038007
投注站，中出2注二等奖，可

谓是“双响炮”，引来众人羡
慕；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潘寨
村41030192投注站，中出1
注，幸运彩民揽入奖金。

进入2019年，洛阳彩民
不断收获福彩惊喜，目前双色
球奖池一直保持高水位，期待
更多彩民收获属于自己的好
运。

单式投注，济源俩彩民同
期揽入好运

日前，双色球第2019022
期开奖，河南彩民收获7注二
等奖，其中2注花落济源，被
两位彩民斩获，单注奖金7万
余元，均采用单式投注，分别
出自济源市 41160053 投注
站、41168010投注站。

据了解，其中一位幸运彩
民为崔先生，他是福彩的铁杆
粉丝，几乎每天都会去投注购

彩，慢慢地成了一种习惯。因
为平时工作忙碌，他很早就开
启了双色球守号模式，这次中
奖，正是他坚持守号10多年
的结果。

当期开奖前，崔先生如
往常一样来到投注站，对已
经坚守了10多年的5注双色
球单式号码进行了投注。让
他没想到的是，多年的坚持
终于迎来了好运，幸运地命
中了当期的二等奖，让他激
动不已。

另一位幸运彩民是徐先
生，也是位老彩民，坚持购买
双色球有16年了。“我喜欢机
选投注，方便快捷，也不用自
己再费心选号，比较省事省
心。”得知自己中奖时，徐先生
很平静，感觉一切都水到渠
成，他表示暂时并未考虑好对
奖金的安排，但一定会继续支
持福彩公益事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琛星 通讯员 豫福

有爱有温度 有信更有心
《中国体育彩票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有爱有温度
体彩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2018年，体育彩票购彩
者从自己购买的每一张彩票
上，都可以看到“感谢您为公
益事业贡献**元”的字样，这
个小小的改变，映射出了有爱
有温度的体育彩票的努力
——让每一注彩票都有温度，
让每一注善举都温暖如光。
翻开《报告》，“公益体彩乐善
人生”的体彩品牌理念贯穿始
终，“建设负责任的体育彩票”

“建设可信赖的体育彩票”“建
设健康持续发展的体育彩
票”，“有温度”的诚意跃然纸
上。通过一组组详实的统计
数字，透过一张张受益人的笑
脸，通过一个个身边的场地设
施，可以直观清楚地看到中国
体育彩票 2018 年的公益足
迹，可以感受到每一个购彩
者、参与者、受益者的真心和
暖意。

什么是责任彩票，怎样才
是“负责任的体育彩票”？《报
告》也从党建引领、责任彩票
建设、公益贡献与实践三方面
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通
过《报告》所捕捉展示的“为身
患白血病的小天使雪中送炭”

“支持革命老区贫困学子完成
学业”“为深度贫困地区中小
学送去体育器材和公益体育
课”“新时代动出彩——体彩
助力全民健身”等一个个动人
的瞬间，我们发现体彩公益就
在身边。在“建设可信赖的体
育彩票”部分，《报告》围绕公
众关心的游戏规则、销售场
所、开奖计奖等，全面透明地

“揭秘”了体育彩票“背后”的
故事。在“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的体育彩票”部分，不仅可以
看到优化销售场所环境、提高
购彩兑奖便利性、升级服务等
提升购彩体验的举措，还有年
轻的体彩工作者在事业发展
中的成长与期待，有体彩与各
业态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努
力与愿景。在每一张体育彩
票的旅程中，在每一次您与体
育彩票的亲密接触中，确保公
开、公平、公正，力求安全、可
靠、健康，是全国体彩人共同
的价值观。

有信更有心
体彩和你一起追梦再出发

打开《报告》，看到的是有
信更有心的体彩。信，来自于
内容详实、披露规范、坦诚沟

通、设计创新，兼具专业性与
系统性；有心，是以解读和讲
故事的方式，让每一位关心、
关注体育彩票的人，都能明明
白白、通俗易懂地了解和体彩
有关的那些事儿。

回望2018责任体彩建设
路上的点滴，我们看到，体育
彩票在依法治彩方面依然步
履稳健，体育彩票在保障参与
者权益方面依然不遗余力。
特别是在倡导理性购彩，传播
健康积极的彩票公益文化方
面，做出了更多努力。图文并
茂、生动有趣的《理性购彩》小
册子悄然来到购彩者身边，时
时在提醒每个彩票购买者“快
乐购彩理性投注”；根据真实
故事拍摄的《为爱奔跑》《在身
边》等视频，在带来感动之余
传递了“每一张彩票都是微公
益”的理念；体彩发起的“寻找
最美健身达人——全民广播
操”抖音挑战活动，让体彩带
动广大公众，与健康中国的建
设步伐“抖”在一起，乐在一
起。

责任体彩建设永远在路
上。2019，在迎接新中国70
华诞之际，体彩邀请你作为见
证者、监督者，一起在追梦路
上跑起来，奋斗起来！ 河体

近日，《中国体育彩票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报告聚焦公众最为关
心的发行销售、开奖兑奖、公益金使用等议题，诚恳详实地提交了2018年中国体
育彩票履行社会责任的答卷。

济源彩民再揽中福在线大奖
奖金25万元，出自中福在线新济路销售厅

3月4日15时20分，济
源市中福在线新济路销售
厅中出25万元大奖，这也是
济源市中福在线今年中出
的第3注头奖。

据介绍，中奖彩民王先
生是中福在线的铁杆彩民，
尤其喜欢“连环夺宝”游
戏。

3月 4日当天下午，王
先生来到销售厅，办好充值
卡后直接进入了“连环夺
宝”游戏，进入游戏第三关，
26颗红宝石瞬间落下，屏幕
上随即出现“恭喜中得累积
奖250000元”，在场彩民纷
纷围观祝贺。

据了解，王先生早在十
几年前就开始关注福彩，经
常到投注站购彩，支持福彩
公益事业。一次偶然机会，
王先生接触了中福在线，就
喜欢上了“连环夺宝”游戏，
终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好
运。

据悉，多年来，中福在
线凭借其绚丽夺目的画面、
环环相扣的中奖方式、丰富
活泼的游戏情节以及频频
中出的大奖，一直深受彩民
的喜爱与追捧。彩民在默
默奉献爱心的同时，时不时
也会得到一份惊喜与收
获。 豫福

旅游途中收获好运

三口之家
喜中排列五10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杨惠明 通讯员 敬建敏

今年伊始，我省彩民便不断收获双色球好运，目前已经揽入17注双色
球头奖，其中商丘一彩民更是独揽双色球第2019002期5注头奖，共获奖
金3635万元。同时，我省彩民也持续收获双色球二等奖，近期洛阳、济源
彩民接连斩获5注二等奖，引来众人关注。


